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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关注

果园青翠欲滴，道路干净整洁，产业

项目落地落实，新建民居依山就势错落有

致，群众喜笑颜开……这一幅幅幸福和谐

的新农村美丽画卷，正是船山区唐家乡脱

贫攻坚工作中一个又一个的缩影。

自脱贫攻坚以来，唐家乡按照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安排部署，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紧扣“科学制定规划、

措施精准到户、着力造血扶贫、政策扶持

兜底、防止脱贫反弹、强化主体担当”的

总体取向和要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7 年，唐家乡将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下一步，唐家乡将继续向着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力奔进。

家家实现“五通”
村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几级跳

初冬早晨的船山区唐家乡东山村笼

罩在一片薄薄的晨雾中，沿着村域水泥

道驾车前行，道路两旁柑橘树上硕大的

柑橘挂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将柑橘

树枝压弯了腰。在东山村健身广场，早

起晨练的老人带着小孩正在健身广场玩

耍，而健身广场旁边，一栋栋小“洋房”

格外醒目。

唐家乡东山村地处涪江河畔，全村幅

员面积 4.8 平方公里，半坡地半坝地。近

年来，东山村以产业发展为引领，引进可

士可、正海农业等 10 家种植公司和业

主。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

动村民在坝地发展蔬菜，坡地栽植水果，

创办了开创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功申

创了“红涪”牌商标和三种绿色蔬菜食品，

成为全市农业特色品牌，群众收入逐年增

加，带动全村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全村水

电气光纤宽带实现全覆盖。据统计，2016
年东山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15420
元。2016 年，该村成功创建省“四好村”。

在今年 9 月全省“首届四川百强名村”名

单中，船山区唐家乡东山村榜上有名，成

为船山区唯一获得该项殊荣的乡村。

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背后，离不开

当地党委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早在几年

前，东山村还是一个出了名的贫穷村，“平

坝地不平，年年闹水灾”曾经是这里的真

实写照。在党委政府的带领下，东山村村

民年均收入实现了几级跳。2006 年全村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030 元，2010 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实现了 6258 元，2016 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更是达到了 15420元。

37户贫困户年底脱贫
两个贫困村将“摘帽”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年和决胜

年，一个东山村脱贫致富了还远远不够，

必须要全部的贫困村脱贫摘帽，让贫困

村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据了解，唐家乡

今年的贫困村退出任务是周家沟村、牌

坊村退出，户脱贫任务是 37 户贫困户共

115 人脱贫。

为了确保脱贫任务的完成，唐家乡

党委书记谯强和乡长赵勇分别担任了周

家沟村和牌坊村驻村工作组长，并带领

挂片班子成员、第一书记和 3 名驻村干

部全面负责推动 2 个村的脱贫工作，明

确了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制定了严格

的考核奖惩制度。

“在周家沟村和牌坊村，我们实现了

教育扶贫基金、卫生扶贫救助基金全覆

盖。 2 个贫困村在保证了有劳动力、有

产业发展意愿的农户申请产业扶持基金

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村级专业合作社，采

取农户申请周转金入股方式加入合作

社，发展农机租赁业、种植业和养殖业，

产业扶持基金使用率达 100%，既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带动了农户就业增

收。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今年的贫困村

退出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唐家乡相关负

责人还介绍，该乡还提早谋划，通过多次

对今年计划脱贫户进行入户摸底排查，

开展了对标补短工作，通过持续推进，今

年能顺利完成脱贫任务。

据唐家乡党委书记谯强介绍，下一

步，唐家乡将对脱贫攻坚所有工作进行全

面总结扫尾，细致入微查漏补缺，进一步

确保高标准、高水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杨树林 吕苗）

四周的柑橘林的果

甜醉了一幢幢乡村别墅

三角梅一年四季怒放

流露出它的自豪与喜悦

职守着别院的幸福

爬山虎爬满院墙

吸吮清新空气

享受舒适的温度

庭前，老人闲坐晚秋暖阳下

与一旁的柑橘树橙黄的果

笑谈今日的甜蜜与开心快乐

采风东山村

东山村的橘子红了
嬿郅

夹杂着橘香的秋风，带着丝丝令人沉醉的安宁，吹拂在脸

庞，柔柔痒痒。让人的心尖不禁颤动如丝，那样的距离，触手

可及，浸润心田。

那天周日，丹桂飘香。辛苦工作了整整一周，心灵上的疲

累让人几近窒息。今日气温宜人，有些薄雾，适合出游。与三

五文友出巡，驱车穿过城北收费站，驶向近郊唐家乡东山村。

稍稍打开车窗，让微凉的风吹过发梢，透过毛孔轻抚肌肤，感

觉实在不错。

田野里或金黄或碧绿庄稼，漫山遍野的橘子缀满枝头，这

一切给予我沉甸甸的满足感；而那纷飞的落叶，则幻化为缕缕

若有若无的悲哀，一丝一丝地潜向心底，成为秋天的底色。从

寂寥而热闹的田野和村落穿过，心情有一种难以言述的叹惋。

风浓霜重的晚秋，向来令人怀有爱恨两依依的别样心绪。

它总是一边演绎枯叶化蝶的凄美，一边又把沉淀与收获的喜

悦勾勒。风把每一树欲燃的叶片，全都引诱成唐诗宋词中走

出来翩若惊鸿的佳人。她们离我似仅一线距离，却又远若天

涯之遥。橘香醉人，惹得轻盈的薄雾也在枝间叶梢翩跹起

舞。那橘园中氤氲的幽情呵，惹得人竟是有些意乱情迷。

喜欢这漫山遍野的橘子林，更喜欢盛开在温柔阳光里的朵

朵橘红。车轮碾过路面时发出的沙沙声，惊醒了蛰伏田间的

大豆甘蔗，绿油油的油菜捂嘴偷笑这一行城里来的“傻瓜”。

此刻，已是木叶潇潇，雁声瑟瑟，空气里还散发着丝丝凉意。

这一群饕餮田园风光的看客们，早已无暇回首春天那抹青葱

的绿，也不再怀念夏气蒸蒸的蓊郁，只管贪婪地欣赏着那一树

树妩媚多姿的橘红，在秋风中摇曳出袅袅婷婷的极致美丽。

是啊，橘子红了！我丢下一室的清寂和紫色的风铃，携一

笺橘红的词，绾一缕橘香入梦，醉卧于这绝美的桃源仙境中。

路畔郁郁葱葱的树木，绿叶盈盈；星星点点的雏菊摇曳生姿，

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微风吹过，干燥而清香的空气中夹杂着

丝丝雏菊淡淡的清香。

簇簇馥郁洁白的花儿，沉淀为一树树丰硕的果实，最终凝

为秋的蜜语，让人忍不住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阅览。喜欢橘

子红了的季节，只因她是岁月的凝练，是晚秋的私语，象征着

成熟与收获。林清玄曾说，枫树沾染着远古洪霜，才成为人类

情感的精灵，千百年来飘飞在丹青史册上。我想，挂满枝头的

红橘定是穿越时空的爱恋，经历了远古阵痛所诞生的真爱之

子吧。

不是吗？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红叶题诗，想是基于爱之

初的浪漫；而黎民百姓喜欢橘子成熟的那抹嫣红，更趋近于情

之果的成熟稳重。弥漫橘香的果园，在我清幽幽的梦里，便是

我的桃源，是红尘中最美丽的世界。我走不出红尘，便与这怡

红翠绿的果园相依。我是一滴植入人世间清泠的雨露，你便

是红尘中一粒带着太阳的种子，拥有了你，我便拥有了希望。

时近黄昏，一轮红似橘子的夕阳挂在果园尽头，朦胧的，好

像笼着一层薄雾，又似浮起了淡淡的轻烟。田野、乡村、果园、

丘陵，以超凡脱俗的清丽衬着蓝天白云，宛若一幅绝美的泼墨

山水。看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风从身后掠过，带着晚秋特

有的泥土气息吹来，吹落一怀乱绪……

近日，应船山区唐家乡东山村
党支部的邀请，由 3 名遂宁日报报
业集团全媒体采访中心记者、6名省
市作家协会会员组成的采风组，走
进唐家乡东山村进行采风活动。采
风组人员对唐家乡的扶贫攻坚工作
以及东山村的新村建设、特色产业、
养老中心建设等方方面面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称赞不已。他们纷纷拿起
笔，或以新闻通讯、或以散文诗歌、
或以图片评论等形式，通过不同的
载体，对他们捕捉到的“亮点”进行
宣传。今天，本报仅选择几篇稿件
予以刊发，看看这些采风人员眼中
的唐家乡东山村。

幸福农家

实地采风 共话发展

首轮被巡察单位问题整改是否持

续深入、整改保持情况如何、有无反弹

复发情况？为推进被巡察单位问题整

改情况的常态长效，近日，区委巡察组

对首轮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

了复查复核，通过再杀“回马枪”，杜绝

一巡了之、整改走过场的情况发生。

“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的问题，涉

及六大类 30 多个小项，对照这些问题，

我们逐一梳理，并由点到面，举一反三，

再以问题为导向，落实到具体的事情、

具体的人头上……”

在区农业局会议室，区委第一巡察

组通过听取汇报、核查资料，对照巡察

反馈问题清单，就该局落实整改和处理

结果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核查。重点查

看该单位是否有详细的整改方案和具

体措施。

为坚决杜绝文字整改、材料整改等

行为，确保整改实效，区委第一巡察组

对照巡察反馈问题清单，不仅逐条逐项

核查，而且还实地走访查看整改效果。

“经过整改，前期闲置的田间观测

场养虫网已经维修好了，并制定了病虫

观测方案，养虫网里也种了油菜，太阳

能测报灯已在 7 月下旬就开展了病虫

检测工作，收集了相关监测数据……”

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向巡察组工作人员

介绍。

经巡察发现，区农业局植保田间观

测场项目后期设备维护、落实田间观测

等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项目设备闲

置，没有发挥最大效益。目前，经整改

后，田间观测场设备已投入正常运行。

据了解，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农业

局党组反馈了巡察工作意见后，区农

业局针对巡察反馈意见，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以问题为导向，狠抓巡察反馈

意 见 落 实 整 改 ，共 落 实 整 改 问 题 47

处，诫勉谈话 15 人次，约谈 2 人次。同

时，该局结合巡察反馈 问 题 ，狠 抓 制

度 规 范 化 建 设 ，已 建 立 和 完 善 了《党

建工作制度》《局党组议事制度》《机

关财务管理》《农业项目管理》等机关

内部管理制度，扎紧“制度”笼子，防止

问题反弹。

据区委巡察办工作人员透露，区委

第二、三巡察组也将陆续开展“回头看”

工作，对敷衍应付、滥竽充数等没达到

实效的整改举措，要求“返工”。以防止

巡察反馈整改“走过场”，切实巩固巡察

成果，彰显巡察“利剑”之威。

船山船山

工会的经费、资产都来自于职工群众，那么工会经费

是否都用于职工了，基层工会有无将其挪作“他用”？

为管好、用好工会的“钱袋子”，今年以来，船山区总工

会纪工委、经审办联合发力，充分发挥好监督职能，按照

“上审一年、下审一级”的工作要求，一方面为下级工会经

审组织“撑腰”，说他们不敢说的话、审他们不敢审的事；

另一方面进一步保障工会经费真正用于服务职工。

据了解，今年以来，船山区总工会已对辖区 6 个街道

工联会、卫计行业工委、区农业局工会、泳泉玻璃工会等

13 个单位 2016 年度工会经费使用管理情况以及 6 个街道

辖区内所代管的 244 家企业工会经费的报账情况进行了

审计审查。

通过对被审计工会组织本级经费决算情况和上级工会

拨付的工作经费的使用方向，以及上级工会补助的各专项经

费落实情况的审查，共发现 13 个基层工会组织存在票据管

理不规范、固定资产管理欠规范、差旅费报销超标、代管经

费管理松散、报账不及时等 46个问题，并追回资产 11380元。

船山区总工会纪检组书记廖阳表示，“我们纪检组与

经审办将把常态化、长效化的联合监督审计进行到底，对

发现问题的单位，将运用‘第一种形态’并责成、督促其整

改落实，目前各问题单位整改率已达 93.5%；对拒不执行

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工会纪检组将严肃执纪

问责，进一步确保工会各类资金的健康运行。”

船山区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在

严格执行《执纪审查工作规则》的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结合实际，逐步完善

“内、纵、横”沟通协作机制，切实提高

案件审理工作质量。

一是完善与纪检监察室的内部沟

通机制。明确提前介入审理标准与审

批流程，即涉案款物较大、涉案人员众

多、取证困难的重大疑难案件，已查清

主要违纪事实，经审查组申请，分别经

分管执纪审查和审理的领导同意后，审

理适时介入。今年以来，已提前介入党

员干部违纪案 3 起，完善固定关键证据

4 项、认定错误事实 2 个，为快审快结确

保案件质量创造条件。

二是完善与基层纪检组织的纵向

沟通机制。区纪委创新实践“乡案区

审 ”，要 求 基 层 纪 检 组 织 自 办 案 件 均

由案件审理室审核把关，并对案卷进

行统一装订归档，保证案卷管理完整

规范。截至 10 月底，全区基层纪检组

织自办案件共 52 件，均通过审理室审

核把关，有力保证全区执纪案件整体

质量。

三是完善与纪律执行部门的横向

沟通机制。在保证处分文件及时送达

签收的前提下，通过会议联席、监督检

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执纪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今年以来，召开联席会议

2 次，对 11 名受处分人员执行到位情况

进行检查，切实保证党纪政纪的权威

性、严肃性，确保执纪到位。

区委巡察组复查问题整改情况

船山区纪委监察局：建立“内、纵、横”案件审理沟通机制

区总工会 ：
管好工会“钱袋子”

让经费更好地服务职工

东山村随感
嬿郅

东山野味脍青鲈，八味佳肴情作厨。

家宴频斟冻醪美，霓灯远烁夜明珠。

寻仙何惧路途远，桔笑满园霜雪涂。

采菊东篱人似玉，繁华都市已模糊。

一抹浓雾，锁住了

层林尽染晚秋的风景

通村大道两旁

只给过往的人们

定格，一颗颗硕果累累

迎面走近的柑橘掠影

青绿色的果，泛出酸露

勾引垂涎三尺的欲隐

黄橙色的，意念

品尝，甜在心里

梦幻难消嘴馋的激情

我突发奇想

趁大雾下，还没霜降

气候舒适的日子里

时光倒流出青春

邀约村里的年轻人

携手情侣，果林中

来一场神仙眷属的爱情

柑橘与爱情的甜蜜

让甜醉的身心，分不清

是世外桃园，还是蓬莱仙境

甜蜜东山村
郑明生

幸福东山别院
郑明生

唐家乡贫困村“蜕变”绘出农村新画卷


